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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ossible

I t’s P ossible

羅燦輝校長

各位同學，如果請你憶述今年舉辦的體育活動有何矚目之處，相信非里約奧運莫屬。其實，今年除了里約
奧運外，還舉辦了歐洲國家盃和美洲國家盃，今年的體壇可謂十分熱鬧。
今年歐洲國家盃的決賽是由有主場之利的法國對葡萄牙，原本擁有當今世上其中一個超級足球明星C朗拿
度的葡萄牙可與法國一戰，但可惜C朗拿度在上半場早段時間因受傷退出，讓全世界的球迷不禁心中一沉，大
家心想：縱使有C朗拿度也未必可以戰勝法國，更何況少了這位球星？但葡萄牙各球員不輕言放棄，法國隊反
而不思進取，雙方竟戰至加時，葡萄牙更在加時階段進了一球，最後成為王者。葡萄牙隊在一致被看淡的情
況下能有此佳績，其拼搏精神實在值得嘉許。
無獨有偶，今年美洲國家盃的決賽也出現相似的情況，決賽是由智利對阿根廷。阿根廷擁有當今的球王
美斯，而且在多項國際賽的表現比智利出色，故阿根廷隊被看高一線；可惜比賽中美斯射失十二碼，最後被
智利所勝。這又是一個由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例子。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也在今年里約奧運發生。中國女排在分組賽中分別不敵於美國、荷蘭和塞爾維
亞，僅能以分組第四名出線，在絕大部分的排球迷心中，中國女排根本不可能奪得冠軍，更何況她在淘汰賽
首場便要面對有主場之利而且是奪冠熱門的巴西隊，巴西隊更有連勝中國隊18次的記錄；但在比賽中，中國
隊在落後的情況下反勝巴西隊；且在餘下的比賽中戰勝荷蘭隊和塞爾維亞隊，重奪失落十二年的奧運金牌。
中國女排出色的表現，在困境中永不放棄的精神實在振奮人心，對她們來說，萬事都有可能。
新加坡神奇小子Josef Schooling在100米蝶泳中戰勝其偶像菲比斯；馬來西亞的李宗偉一掃兩次在奧運比
賽中敗給中國球手林丹的陰霾，最後擊退林丹，一雪前恥；中國十五歲小將任茜在被看為大後備的情況下
勇奪女子十米高台跳水冠軍；以上的事例都反映沒有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不可能只是我們或別人為我們設
下的限制。
過去曾聽一位女同學說她自小四開始從未在數學測考中合格；亦有同學指自己很害怕英文，認為自己一
定跟不上；但這些都只是我們的自限，在學習的道路上，根本沒有什麼不可能。同學們可有想過自己可以當
大學生呢?
“It’s Possible”。這是本校今年的主題。
我們希望同學能打破對自己的限制，嘗試為自己定下一個目標。這目標不用很高，它可以是一次數學測
驗及格；它可以是一次與外籍英語老師的自由交談；它可以是全年交齊功課；它更可以是願意接受一次挑
戰；它亦可以是幾位同學承諾一起考進大學。
“It’s Possible”，就讓我們一起創造歷史！同學們，你敢接受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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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素-羅燦輝校長專訪

為康樂校園注入

前言

當同學們在今年開學日踏進校園時，相信已經
感受到學校內部的大變身，包括學校的接待處、校
務處外面的歷史長廊、小食部旁有一個小禮堂等。
今年雖然是羅校長來到康樂中學的第二年，但他已
經有滿腦子的構思，希望為同學營造一個舒適的校
園環境。

嘉

賓：羅燦輝校長

小記者：S.4C岑思雅、S.4C林嘉誼、S.4D崔真浩
學校門口的接待處

問： 羅校長，歷史長廊是一個怎樣的構思？你期望它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答： 歷史長廊是由1960年代開始，每十年是一個展區，展示了蕭開理牧師「堂校
合一」的異象，以及前人創校的事蹟、相片等。透過歷史長廊，希望同學和
家長能明白本校的宗旨和辦學精神。這條長廊由前梯伸延至後梯，希望能帶
出我們會一直向前走的意識，同時每一步亦有神的同在。因此，走廊盡頭有
一個十字架的彩色玻璃窗，它名為「希望之窗」。我也期望「康樂的精神」
能一代一代地承傳下去。至於長廊的作用，一方面把學校過去的歷史展示在
走廊上，令同學老師知道創校者的辛酸，因為現時只有幾位在校授課多年的
老師認識當初創校的幾位關鍵人物；另一方面，之前有一位在70年代畢業的
校友來學校探訪，他看見長廊上展示了當年的照片，表示十分懷念。由此我
希望藉歷史長廊表達我們對校友的關懷，也給予他們歸屬感。
問： 小食部旁有一個小禮堂，您認為怎樣可以善用這個地方？
答： 以前學校沒有一個可以容納全校學生一起上週會的空間，因此我將小食部改
造成一個小禮堂，將來部分同學於禮堂進行週會的同時，另一部分的同學便
可在小禮堂觀看投影。學校亦將會在小禮堂上裝上音響等設備，令其更完
善。此外，我也期望小禮堂可作為本校的中型活動場地，可舉行分級活動、
講座或考試，以擴展學生的活動空間。
問： 小禮堂有四幅以聖經人物為主題的壁畫，您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答： 在裝修小組裡面，我們吸納了不同老師的意見，四個壁畫分別用了學校的校
訓：「信，愛，勤，篤」作為主線。信是亞伯拉罕，愛是路德，勤是約瑟，篤
是但以理。這四個聖經人物都是同學在中一課堂上曾認識的，我們希望能將聖
經課裡面的人物與校訓相互配合，也能讓學校的氣氛、教學目的和校園的設計
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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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地下走廊的男女更衣室已經變成自修室，同學們便可以留校溫習了，我們知道自修室的外牆工程尚未完成，校長將會
有怎樣的設計？
答： 為了讓同學們有一個舒適的環境溫習，我們已將男女更衣室改建為自修室，這也是我們對同學的一份心意。我準備將
面向操場的牆以及向走廊的牆打通並增加一扇窗，此舉可增強光度，令到自修室內更明亮。此外，打通面向操場的一
面牆壁又可以讓經過的同學看到在自修室溫習的同學認真學習的模樣，我打算將同學在自修室認真學習的樣子和歷史
長廊結合，形成一幅美麗的畫面。
問： 校長，對於校園的設施，您還有什麼計劃嗎？
答： 我留意到課室裡的電腦運行較慢，而且部分投影器也出現故障，所以我準備在明年七月份將全校的電腦更新一次，投
影器也會在檢查過後，進行更新。我希望同學明白到我們學校除了建設方面，也會在學習方面進行改善。我們希望同
學有一個更舒適優質的學習環境，在學習上能取得佳績。

後記

透過這次訪問，我們對校長有了多一點的認識，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校長十分親切，讓我們漸漸
忘記了起初戰戰兢兢的心情。我們也感受到校長對康樂校園設計的用心，原來校園內每個地方、設施
的轉變，也有其背後的心思。我們相信不只是校長，各位同學也十分期待看到康樂校園的新轉變吧！

走過康樂歷史的足跡：康樂歷史長廊

康樂歷史長廊的照片展示同學的各項活動

歷史長廊的盡頭：希望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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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流金歲月 戀戀韶華荏苒
康樂中學悄悄走過五十五載，邁向新的里程碑！回顧每段日子，每闕輕歌、每聲笑語、每片思憶，當中總
有你和我的踪影。就讓我們細味康樂每段顛簸而行的足跡，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願我們能秉持康樂
精神，努力邁向另一世紀！
甄華輝老師

60年代到80年代：創校期（艱苦中甘飴）

1954年

蕭開理牧師在馬理信牧師協助下，於黃大
仙康樂新村租一石屋，開拓福音事工。

最初開辦兒童聖經班及識字班，後擴展至黃大仙、東頭村、
橫頭磡、牛頭角、鑽石山等地區，藉辦學及社會服務傳揚福
音。當時康樂只有中小學部，生活條件貧乏但開心滿足。
1964年成立竹園區神召會，並向政府註冊為非牟利團體。
1968年蒲崗村道康樂英文中學成立。1970年首屆康樂英文中
學中五生畢業，並擴充至24班，1100名學生。1976--1980年
屢獲集誦（曾奪4冠1亞佳績）及西方舞亞軍獎項。1973年校

老師籃球隊

友郭志雄校長畢業回校服務。1986年9月轉為全日制中學。1987年慈雲山的康樂姊
妹校舍成功借校。80年代的師生也是多才多藝，如：交通安全隊，歌唱比賽，老師
籃球隊等。

畢業照（1973年）

1968校監蕭開理牧師（左）
與陳詹士牧師（右）主持新
校舍動土禮

我們的運動會（80年代）

90年代到千禧年代：發展期（太和展新姿）

1991年

隨著慈雲山重建，康樂中學遷校
大埔，教會亦於該年9月遷堂往大

埔，矢志承擔校內及大埔社區福音工作，易名「竹園區
神召會大埔堂」。神召會康樂中學亦植根太和，揭開榮
神益人，「為家國育良才，為基督練精兵」之新一頁！
1992年張德明牧師被按立，積極展開福音工作。1993
年11月信、望、愛、勤四社成立。1994年8月許廣北校
長榮休。1995年郭志雄校長接捧，群牽服務團成立。
1995年榮獲北區女子團體體育比賽總冠軍，全港學界籃
球馬拉松冠軍。1997年第一屆學生會「慇匡閣」成立，
楊世榮同學為主席。1998年銀樂隊成立。第一屆預科同
學畢業。1999年學校資源中心成立。

蕭開理校監（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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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千禧到千禧初年：鞏固期 (奮進的軌跡）

2000年

訓輔合一。師生到北京、清遠、廣
州考察。2001年康樂學生最少一人

一次參與國內交流活動。該年有三水、中山、潮汕、
四川、上海等團出發。40周年校慶，200多位校友共
聚。2002年中西文化薈萃周展開。2003年沙士畢業禮
舉行，禮堂名命「蕭開理堂」。2004年班教士病逝加
拿大。2006年本校獲義工嘉許金獎，服務27567小時。
2007年林家俊獲亞洲跳繩冠軍。2008年李志敏獲徵文
比賽冠軍。校際田徑賽陳國垣獲1500及3000米冠軍。
2008年閱讀滙演《胭脂扣》演出成功。2009年以《聊
齋》為題材文理共踏舞台，大受歡迎。李汶靜獲全港
20位中學領袖榮譽。2010年麥潤良獲800及5000米冠

古箏表演（2010年）

軍，渣馬5公里冠軍。全體教師到上海參觀世博。徵文
比賽「一念之間」囊括冠、亞、季。2011年《帝女花》
舞台劇成功。中六10人獲義工獎。2012年康樂金禧慶
祝晚會，雲裳鬢影，校長吹奏色士風、校友訪問恩師。
2013年抗日兩京團及台灣藝術團加強同學歷史及音樂了
解。「韶關及我愛中華夏令營」了解國情。2013年午
間Showtime水火箭、樂器表演備受歡迎。書法及國畫
坊，令同學大開眼界。安徽黃山校長老師考察。2014年
司長林鄭月娥蒞臨本校講解基本法。
一眾抗毒滅罪精英與法官律師及司法人員合照（2011年）

從壹五到現代：革新期 (希望的彩窗 )

2015年

唐卓玲校友分享「群牽」如何影響自己成為律師的歷程。2015年，郭校長榮休，羅校長接任。4D
李澤謙代表香港滾軸溜冰隊到法國參加「Paris Slalom World Cup 2016」獲青年組速度繞樁賽

季軍。群牽主席侯藹桐獲邀代表學校向來自二十多間中學的師生分享服務學習經驗。校友蘇頌明獲邀分享參與服務學

習的經驗對其生命的影響。5D黃碧峰、賴俊希、4C袁嘉敏、李宇禧、3D陳佩琳、葉曉峻獲傑出青年協會頒發「明日領
袖獎」嘉許狀。6E陳偉聰榮獲葛量洪學界傑出越野跑運動員獎，全新界第一。《齊來認識基本法》短片創作比賽（中學
組）獲得冠軍，6位同學於「公益少年團周
年大會操頒獎典禮」獲「傑出團隊獎」，及
代表214名同學接獲由高級至一等榮譽獎，
共388個獎項。「永亨義人行」連續七年獲
頒發「超卓學校策劃獎」，主席李湘儀代表
接受獎項及「傑出義工學生獎」。紅十字會
頒發賈詹士夫人盃冠軍及輸血服務盃亞軍，
表揚本校最高學生參與捐血率及捐血人數。
2016年羅校長粉飾校舍，設歷史長廊及希
望之窗。通識科獲「社企校園通通識計劃」
之「最踴躍參與學校」之獎項。
﹝截至2016年10月12日﹞
5D 王佳明（左）、4C 李展柔、5C 黃欣彤獲頒發「上游獎學金」（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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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鮮
新
康樂

今年，康樂中學這個大家庭有三位新老師加入，
現在就讓他們介紹一下自己吧﹗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r Dowler and I come from England .I am very
happy to be AOG Hebron's new NET Teacher and will be responsibe for teaching oral
English classes to S1 - S4.
If you see me around the school, don't be shy ! Come and say ''Hello'' and
practice your English with me.

Mr Adam Dowler

  
I enjoy playing and watching all sports, but one of my favourites has to be
football. People always ask me if I play basketball because I'm tall, but in England
football is much more popular than basketball. My favourite football team is Chelsea
and their stadium is in London near to where my family live. I used to go to the
stadium to watch matches at the weekend with my old school mate and his father,
but I haven't watched a live game for a long time! Another sport I really enjoy is
scubadiving. Since coming to Hong Kong a few years ago I've learnt how to scubadive
and had the chance to visit some beautiful places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the feeling of being able to stay underwater in a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swimming around with turtles, sharks and manta rays!  
I truly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all Hebron students this coming academic year
and showing all of you that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and rewarding !

Hello everyone! I’m really honoured and bless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Hebron family.
This is my fourth teaching year. When I was in university, I went on exchange
to Australia and then worked in Russia for a year after my graduation. Over the
unforgettable years, there has been growth of knowledge, broadening of worldwide
vision, as well as extension of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circles.
I’ve been asked so frequently. Why do we have to learn English?  
Boys and girls, don’t you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astering English well? The
language will not only expand your career prospects but, most importantly, may broaden
your horizons in life!
Bear in mind that the world out there is big! Thin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 in life and make the best of your life by setting clear goals and pursuing them
with perseverance. Opportunities are for those who are prepared.

Ms Shirley Yip

Hi everyone! This is Mr Wen. It's such an honor and pleasure to have the chance
to start my teaching career in AOG Hebron, to be able to teach you and enjoy school
life with all of you.
As an English teacher, I firmly believe in the fun and necessity of learning
English well, for I myself have immensely enjoyed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globalisation of the world, having a certain
comman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become a likely requirement for both your
future study and employment, almost as likely as the realistic truth that most of us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get by a single day without our smartphones! Therefore, let's
equip ourselv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njoy the fun of learning English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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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Vincent Wen

As the saying goes, secondary school life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time in our
life. In addition to being your teacher, I would also very much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on a personal level. Besides teaching English, I enjoy running, basketball, books and
movies. So, when you see me in school, do say hi and chat with me! Be it teacherstudent relay or basketball, fantasy novels or superhero movies, I am sure that we
will have a lot to share!

英語校園

The English Society

T

he purpose of the English Society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Besides, we
hope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and
games.
   As English abilit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students
in our school, a variety of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are
held every year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y and capability when using English.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Society – So Ka Yee

A total of thirteen activities, including eight lunchtime
activities and five after-school activities, were held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5-2016. All students
reflected that they enjoyed the games very much. They
were very delighted to take part in ‘Big TV’, ‘Scrabble
Time’, ‘Christmas Fun’, ‘Film Shows’, ‘Singing Contest’, quiz
competitions, guessing games, dramas and so on.

It is a friendly and lively society with lots of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is fun!
Learning English

Our English Society committee members have
regular meetings every month.

Lunchtime activity

I

t was usually held on Wednesdays and Fridays, from 1:30 to 2:00 p.m., in
the English Corner.

There were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join, for example,
poems, songs and movie screenings. Students had great fun when playing all
these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games. All in all, taking part in the lunchtime
activity was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em.

Our students actively took part in various activities
‘Come and join us!’ ‘Let’s have fun and lear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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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校園

After-school activity

A

ctivities were usually held on Mondays, from 4:00 to 5:00 p.m. in the
Activity Room.

   Lots of students turned up and they enjoyed the games very much.
Participants were joined by some committee members while playing the
games. They spoke a lot of English and helped each other out as some
games were quite challenging.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tudents’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of using English was boosted!

‘Speak, speak, speak up!’ ‘Make good
us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speak more in English!’

‘Wow! Students are enthusiastic in the games and snacks.’

Film Show

T

wo films, ‘Inside out’ and ‘Paddington’, were shown at the
school hall last school term.

Most students enjoyed the films. It was indeed a great time for
students to learn authentic English!  This also gave them a chance to
explore a wider variety of film genres and cultural contexts.

A lot of students were found engaging in the film show. Most of
them did the follow-up quiz very well and could win a prize.

8

Students were captivated by the movie!

英語校園

The English Society Booth

A

booth was set up on 4 February 2016, Academic Expo Day.
Four games, namely ‘Jigsaw puzzle’, ‘Go fishing’, ‘Brain killer’
and ‘New Year greetings’, were designed.
   The games were well received and students kept coming
back for the games, and small presents. The atmosphere was
lively and cheerful.

‘Hurry up!’ Students did
the jigsaw featuring festive
food within one minute.

Brain killer! Students had 30
seconds to say the colours of the
words, not the actual meaning
of the words.

‘Go fishing!’ Students used a magnetic
fishing rod to hook words to match with
corresponding pictures or vice versa.

‘Kung Hei Fat Choi’

Our principal, Dr. Law, wished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L THE BEST’.

Students wrote New Year greeting
phrases on red paper to ble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ies.

LAC Singing Contest 2015-16

B

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form singing contests were held successfully
after school. S1-S3 students coul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student helpers and enjoyed the chance to perform on stage. S4-S5
students even produced their own props such as cartoon headbands,
sunglasses and sand shakers. 5CD1 and 4CD3 showed their creativity by
integrating dancing into their singing performance and 4CD1 performed
as if it were a concert, running around the hall and lifting the mood of the
audience.
   As for the audience, they enjoyed both shows very much and even
sang along with the participants as the song lyrics were shown on the
screen.
   At the end of each contest, the judges gave their comments and
announced the winners of each form. Students cheered for their own
groups and prizes were presented by Principal Law to the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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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生活展繽紛

雲裳麗影領風騷：

《向藝術家致敬》

2016年6月29日，本校禮堂舉行了一場中三級時裝設
計比賽，學生模特兒分別穿上由自己組員設計的製成品踏
上天橋，絢麗奪目，各具姿采。當日一共展出了四十件作
品。同時我們頒發了五個獎項，分別為男女組別的《最佳服
裝造型設計》和《最佳舞台演繹獎》以及由現場同學們投票
選出的《最受歡迎服裝造型設計獎》。
為籌備是次比賽，同學由學習時裝設計概論、基本時裝
繪圖技巧、物料認識及運用，到設計及製作服裝，歷時大概
十堂。去年時裝設計比賽的主題為《向藝術家致敬》，希望
同學透過學習六位極具影響力的畫家的生平與其作品風格和
特色，為其服裝造型設計提供創作源泉，設計一件能展露畫
家創作風格和特色的時裝，向自己最喜歡的藝術家致敬。

男同學化妝也絕不馬虎

顏翠瑜老師

同學拍攝造型照表現專業

同學們細心地為模特兒化妝

註①
六位藝術家，分別是：
• 文森特•梵高（1853-1890），荷蘭後印象派畫家。作品有強烈而
亮麗的色調，跳動而多變的線條。
• 古斯塔夫•克林姆（1862-1918），畫作多使用特殊的象徵式裝飾
花紋，作品常以奪目的金色及女性為主題。
• 李奇登斯坦（1923-1997），美國普普藝術的代表人物，粗線條，
黑網點、誇張的人物動態、大膽而強烈的原色是他的藝術詞彙。
• 皮特•蒙德利安（1872-1944），幾何抽象大師，作品多為幾何圖
案，垂直線和水平線，單純不一的矩形，配合色彩三原色與黑白
線條。
• 亨利•馬蒂斯（1869-1954），野獸派藝術的代表人物，以使用鮮
明、大膽的色彩而著名。
• 張大千（1899-1983），我國國畫大師，開創潑墨、潑彩、潑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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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上台體驗走貓步

施等手法，給中國畫注入新的活力。

校內生活展繽紛

3A雷家俊的服裝設計參考
了梵高的作品《星夜》

3A雷家俊囊括三個大獎

4D施婷婷獲頒《最佳舞台演繹獎》

3D林嘉誼及其組員獲得
《最佳服裝造型設計獎》

模特兒在天橋上走貓步

「走出課室」展視野
本 「走出課室」的活動，期望同學透過參與其他學習經驗的活動，增加多
校除了注重同學們在課堂的學習外，每年皆為中一至中六的同學安排

元體驗、擴闊視野並強化溝通和協作能力。
去年，本校11月25至28日為「全方位學習週」，各級的同學分別參與紀
律營、挑戰營、參觀本地不同的地方，甚至「走出香港」，到廣州、台灣進行
交流和考察。參與活動的同學須於參觀後完成老師指定的課業。

同學透過螢幕進行互動學習

15-16年度本校學務部統籌／協辦的學術活動
項目

級別

活動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考察團

中四至中五

福音紀律營
中西文物徑、參觀科學館
參觀科學園、發電廠、機電工程署
迪士尼教室
廣州文化科技交流團
Dream High挑戰營
台灣地理考察團
台灣升學交流團

同學參觀中西文物徑後，需要分組匯
報及向同學展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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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生活展繽紛

同學在科學園的展版前合照

同學於科學園內留心聽導賞員講解

於迪士尼內製作路軌

於迪士尼內，寓遊戲於學習

同學需於考察後為匯報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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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裏師生合照

校外見聞擴視野

守護藍天碧海 珍惜寧謐天籟：

台灣保育文化之旅
2015年 的考察團，同學們參觀了許多景點和教育的設施，包括：桃園小烏
11月25至28日，本校舉辦了「台灣文化保育之旅」。是次四日三夜

來、野柳地質公園、八里掩埋場、垃圾焚化場、永續環保中心和北投地熱谷等地方。
八里掩埋場是一個天然「垃圾堆」。但在同學眼前卻是一片翠綠的植物和樹木，根
本看不到一點垃圾，嗅不到氣味。淡江大學的學生熱情款待我校同學，令同學們最深刻
是圖書館，那裡保存大量台灣的歷史文化資料。野柳地質公園的地質經過千萬年的海蝕
和風化造成，還有北投地熱谷傳出「臭鴨蛋」味混着硫磺味，也令同學十分難忘！西門
町夜市新派的年青人的格調，又別有一番風味。淡水老街最著名的就是鐵蛋，此行令不
少同學愛上台灣的夜市。
考察團的最後一天，同學到了台北防災科學教育館，學習到在火災時應該如何冷
靜面對，當中同學亦體驗了火災時所散發煙霧的威力，並在模擬地震時體驗如何使用
逃生梯。
不少同學遊訪台灣後，均對這地方改觀，認為它並不是窮鄉僻壤，而是大自然所孕
育的寶地。

甄華輝老師

師生共踏天空之橋

老師野柳踪影

台灣文化團出發了

當地淡水大學學生熱情招

鐵橋上的美少女

一伙兒品味台式小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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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見聞擴視野

D

台灣 升學 知多
本

校升學及輔導組於2015年11月25日至28日舉辦四天「台灣升學考察團」，讓
學生透過師生交流及親身體驗了解台灣大學的學習環境、生活情況及文化。該

次活動由陳雯潔老師、鄧慧敏老師、鄭志豪老師、張銳初老師負責帶隊，帶領中五及
中六同學參觀五間大學，包括逢甲大學、東海大學、中原大學、銘傳大學及淡江大
學。透過這次考察，同學們大多對台灣的收生要求、校園設施、大學學習環境等有更
多的認識，同時亦感受到台灣的生活文化，為將來的台灣升學提供了不少資訊。

陳翠玲教學助理
2015-2016年台灣升學團的行程參考︰
日期

上午

下午

11月25日

香港國際機埸集合

11月26日

參觀東海大學

抵達台北機場，
參觀逢甲大學
參觀中原大學

11月27日

參觀淡江大學

參觀銘傳大學

11月28日

遊覽九份山城

遊覽十份火車站 及放天燈

晚上
逢甲夜巿
士林夜市
遊覽淡水老街、
西門町及誠品書店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天燈滿帶著大家的希望飛向高空，
願你們都夢想成真!

有日式風格的東海大學

來自香港的學長分享有關台灣的升學資訊，同學們十分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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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笑臉盈盈參觀大學

參觀外語系教室，學習恭敬禮儀

同學們動感十足

校外見聞擴視野

精英匯聚 樂韻悠揚：

管樂團勇奪銀獎

本 音樂匯演2015

校管樂團於2015年12月10日在音樂事務處舉辦的「香港青年
管樂團初級組比賽」中獲得銀獎。

是次比賽有29隊來自本港中學的管樂團參與，由3位海外的專
業評判評分。在比賽中，本校管樂團發揮出優良的團隊精神，把比
賽前努力的成果在台上充分展現；同時，本校團員透過觀摩其他隊
伍的演出，學習欣賞他人的長處，獲益不少。

岑漢明老師

團員對比賽充滿信心

管樂團在學校集訓
大號手確實不易當

本校管樂團在比賽中全力以赴
管樂團代表獲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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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速 挑戰   滾軸 場上展英姿
前言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5D李澤謙同學自小
學習滾軸溜冰，他於今年7月代表香港滾軸溜冰隊到法國參加
「PARIS SLALOM WORLDCUP 2016」，奪得了青年組速
度繞樁賽季軍。今年8月他參與香港自由式輪滑公開賽，取得
速度繞樁(男子青年組)的冠軍。「自由式輪滑」是近年新興起
的輪滑項目，在平地上放上一排雪糕筒（又稱為「樁」），每
個樁的距離一致，然後穿上滾軸溜冰鞋，在樁與樁之間自由地
穿梭滑動。且看看李澤謙同學為目標所下的苦功。

問：周淑玲老師

答：李澤謙同學

比賽時需要全神貫注

李同學於比賽場上的英姿

問：我知道你是港隊成員，曾參加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等比賽。你參加這麼多比賽，平日
要花很多時間練習嗎？
謙：我每星期最少會練習兩天，但準備比賽時，一星期便要練習四至五天。練習會容易拉傷
肌肉和肋骨，所以不能過度練習。為了保持體能，我每晚都要拉筋和做運動增強體力。
問：在參與這項運動時，你曾經歷什麼困難？最後又如何克服？
謙：近幾年，我面對着膝蓋傷患的困擾，這是長期練習滾軸溜冰引致軟組織受損而造成。但
我十分喜愛這項運動，醫生和父母曾多次勸告我不要再踩了，否則會傷得更嚴重，我也
曾想放棄。最後，我決定放棄花式繞樁，集中在速度繞樁的項目。起初有點不習慣，但
我很快發現自己在這項運動的進步很快，這使我十分鼓舞，故我期望在國際賽和全國賽
能取得獎牌。
問：恭喜你今年7月在高手雲集的巴黎賽中取得了青年組速度繞樁賽季軍，這個獎牌對你來
說有什麼意義？比賽後你有什麼目標？
謙：謝謝你！這次比賽，各國健兒高大健碩，他們的速度很快，所以我時刻提醒自己要放
鬆，盡情享受比賽。其實每場淘汰賽都十分驚險，每場都是硬仗。這個獎牌，對我來
說得來不易，所以我絕對相信：機會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如果我沒有裝備自己、沒
有定下目標、沒有調節心理，我絕不能取得這個獎牌。當打敗意大利選手取得第三名
時，我心情十分興奮，好像造夢一樣。我期望今年十月中國麗水舉行的亞錦賽和十一
月泰國舉行的世錦賽，也能有好的表現。

於「PARIS SLALOM WORLDCUP
2016」取得的證書

問：你一直以來參加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比賽，你想感謝哪些人？
謙：首先，我要衷心感謝我的父母，他們在我年幼時，常常陪伴我去練習，現在也經常陪伴
我比賽，為我打氣。他們的愛與支持使我能堅持下去。另外，我也要感謝教導我多年的
蔡教練，在練習時給我很多教導和指引，比賽時也給我分析和準備。最後，要多謝多年
來一起練習的隊員，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才能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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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獲獎為李同學（左）未來的比賽打下了強心針

於「PARIS SLALOM WORLDCUP
2016」取得的獎座

李澤謙於法國巴黎取得速度繞樁（男子青年組）的季軍

教與學

追訪康樂校友——陳勁匡、吳偉傑
前言
陳勁匡同學和吳偉傑同學兩人十分友好，今年9月他們已經開展了大學的生活，進入學習新的階段。
陳勁匡同學剛榮獲「新界校長會」與「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合辦的「香港廣東社團獎助學金」及領展
「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問：周淑玲老師
答：陳勁匡同學、吳偉傑同學

陳勁匡
考獲：27分(6科)
入讀：香港理工大學，化學科技學系

吳偉傑
考獲：26分(6科)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

問：面對DSE的公開試，你們如何為考試作準備？
陳：我在中四的時候已經開始為公開試作準備，當有一些科目我丟棄一旁太久，我便會把這科所有書本重新複習一
次，讓我可以記得詳細的內容。如果有一些科目想拿高分，我也會使用這個策略。但在溫習的過程中，我並不
是盲目地重新看一遍，而是把一些遺忘了以及較不熟悉的先看一次，而一些知識我是知道及熟悉的，我也會看
一次。這個溫習的步驟，我會在校內的模擬考試前完成，這是很重要的。而在Study Week時，我會不斷操練模
擬試卷，這時我會把錯誤的題目記下，把他們集中記在一本記事簿（特別是那些需要釐清概念的科目），讓我
以後複習時可以把這些重點快速地複習一次。
吳：我在中四及中五大部分時間都是花時間於自己較有興趣的科目，在中五升中六的暑假，我便全力為DSE作準備。
問：面對學習上的困難，例如學習上遇到壓力時，你們會怎樣面對？
陳：當我遇到學業上的難題及疑問時，我會請教老師及同學。同時，同學之間會在學業上互相交流切磋，互勵互
勉，增添讀書氣氛。如果家庭經濟許可，可以補習。我認為學習會有很大的壓力，所以我每天會抽半小時做自
己喜歡的事情。有時，壓力也可能來自自己，可能會因為自己把溫習的時間編配得太密。所以我認為適當的休
息是必要的，但最重要就是適當地分配溫習時間。
吳：因為我一直用較輕鬆的心態去面對，所以沒有遇上太大壓力。但在學習遇到難題時，首先我會先花時間思考，
最後才去請教老師或一些學長。

陳同學（左四持水樽者）
與大學同學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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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你們會在大學選讀這個學系？你們對自己未來四年
的大學生活有什麼目標？
陳：我選讀化學科技學系是因為自己的興趣，選擇自己感興趣
的科目才會更有動力。而且我了解自己將來想從事什麼行
業。我希望這四年的大學生活可以認識更多的朋友，擴闊
自己的社交圈子，接觸更多的新事物和發掘自己的潛能。
吳：我選讀工程系也是因為個人興趣。工程系是一個了解科
技怎樣運作和學習如何把它運用到生活上的學科，這正是
我感興趣的。我希望在未來四年，除了學習知識，亦可以
過得充實。所以我計劃多參加不同種類的活動，如義工服
務，體育活動等。
陳勁匡同學鬼馬的一面

問：今屆的中六同學即將面對DSE，你有什麼說話勉勵他們？
陳：我想跟他們說：有心不怕遲。現在距離DSE還有一段時
間，成績較遜的同學，只要努力認真地溫習，把基礎再打
好，成績一定大有進步；同學們千萬不要耽於逸樂及安於
現狀。告訴你們：我的M2在中六開始時其實只得Ｕ，但
經過我不斷努力，數個月來我的成績由Ｕ跳至５級！
吳：我想鼓勵他們繼續堅持下去，對同學而言，DSE是一場持
久戰，所以各位同學千萬不要放棄，過了DSE這關，將會
有十分精彩的生活等待他們。
陳同學（第二排右一）
與同學打成一片
吳偉傑（左一）

吳偉傑（後排右一）
與同學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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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暑期銜接課程

教與學

為 校生活，愉快學習及成長，並培養對本校

了讓在本校升讀中一的同學能盡快投入學

的歸屬感。本校於18-8-2016至26-8-2016舉行
了七天的中一暑期銜接課程。課程包括班級經營
活動、中一新生輔導日、英文及科學增潤課程、
學習技巧訓練、福音活動及中、西樂訓練班。
本校希望透過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
能對校園及設施有更深入的認識，擴闊校園社交
網絡，在有需要時取得適當的支援。

活動開始了，學長們準備變身為漁夫捕捉小魚兒。

勝出的同學笑容滿面來一張大合照！

遊戲「世界之最」，看看誰的手最長，哈哈！

同學們與西樂訓練班導師合照

當天進行新一屆「薪火燃傳」輔導學長的委任
儀式，他們承諾協助中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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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

生

規

涯 劃

為

了讓高中同學能認真地思考將來
的學習和前途，並學習如何發揮

自己的潛質，本校學生發展部的生涯
規劃組為高中同學舉辦了「職業規劃
工作坊」、「職業博覽」、「小組輔
導」與「模擬放榜」等活動。

坊

職業規劃工作

去年升學輔導組安排信義會於9月25日為中四級同學進行職業規劃工作坊（一），學
生透過活動認識正向心理學核心美德與24種力量，明白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美德和性格優
職業規劃工作坊：同學透過
活動發掘自己的優點和專長

點」，鼓勵學生發掘、培養和發揮自己的優點和專長。

模擬放榜
本校於今年1月聯同信義會為中六同學舉辦「模擬放榜」的活動，此活動
以工作坊的形式進行。中六同學每人會獲得一張模擬成績單，而同學會根據自
己的模擬成績，決定出路，即場進行院校的面試。透過這個「模擬放榜」的活
動，希望能減輕同學放榜時的壓力，為他們面對公開試放榜作好準備。

職業博覽

職業規劃工作坊：正向心理學核心美德與24種力量

本校於去年12月11日為中五、中六級的同學舉辦了「職業博覽
周會」，邀請了七位校友及兩位嘉賓為同學們分享不同行業的資訊。

小組輔導
本校生涯規劃組的老師會於午息1:30-2:00與中三、中五及中
六的同學以4-5人的小組進行面談，了解同學對於將來升學、就
業等的想法，為同學提供相關的資訊，讓同學得到適當的支援。
職業規劃工作坊：同學正進行分組活動

職業博覽：對於校友在職業上的分享，同學們十分投入
主

編：周淑玲老師、張銳初老師、甄華輝老師、顏翠瑜老師、陳翠玲教學助理

小記者：S.4C岑思雅、S.4C林嘉誼、S.4D崔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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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博覽：嘉賓向同學介紹職業資訊
顧問：羅燦輝校長、岑漢明老師、甄華輝老師
鳴謝：羅燦輝校長
高科技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排版及承印
陳彤豐校友首頁題字

「康樂校訊」

